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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建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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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势而动，因势而
变，乘势而为。鹤壁市胜
隆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5年，属二
级建筑施工企业，承载了

鹤壁市建设新城区的重
任，在发展建设中大有作
为，成为鹤壁市建筑行业
的引领者。

2005 年以来，公司

谋 势 而 动 ，先 后 成 立
了“鹤壁市强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鹤壁市
绿苑园林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鹤壁市淇滨区丰
谷瓜果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等，为房屋建设、市
政道路、大型土石方、钢
结构、房地产开发、劳务
输出及园林绿化工程做
出巨大贡献，资质齐全，
组织机构健全，十四个房
建项目部，十二个市政项
目部，该公司在施工过程
中依法结营，工程合格率

连年保持100%，在业界
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势而变，公司现有
职工950余人，管理人员
400人，已取得专业技术
职称的216人，其中取得
高级职称的5人，取得中
级职称的38人，公司现
有机械设备700余台，不
断承建的工程遍及豫北
大地。淇滨区第一中学
校舍；鹤壁公路运输综合
客运枢纽站站房楼、综合
服务中心及地下车库，鹤
壁市新世纪广场东区路

面，黎阳路、金山路路面，
淇水关大道等市政道路
及管网配套工程等项目，
胜隆公司涉及工程领域
广，处处杰作。

乘 势 而 为 ，公 司
2013年至今，连年被评
为“河南省建筑业先进企
业”“建筑安全先进企
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先进企业”；2017年获得
了鹤壁市建筑业协会颁
发的工程建设优秀 QC
小组活动成果二等奖，
2018年荣获“河南省和

鹤壁市 AAA 级信用企
业”，2018 年至 2019 年
获得鹤壁市和河南省建
筑业颁发的工程建设优
秀QC小组活动成果二
等奖。

公司在董事长田运
强领导下，创建出了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握
企业发展的主动权，蓄势
待发，同时带领鹤壁建筑
业团结合作，蒸蒸日上，
开启建筑行业发展的新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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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人的成绩催人奋
进，河南安山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是鹤壁市先进企
业、鹤壁市慈善捐赠先进
单位、鹤壁市纳税先进单

位。一个企业，因为善，
变得温暖如春。河南安
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
发展壮大的同时，不断关
注困难群体的生活，积极

从事社会慈善活动。多
年来，它心系慈善，积极
参与公益事业，2018年
一次性捐助10万元，用
于帮助贫困的妇女儿童，
并参加贫困村精准扶贫
等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为
鹤壁的经济发展、社会就
业和公益事业等方面，作
出了较大的贡献。

从事建筑行业近20
年，对安山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段传魁来说，
是不平凡的20年，更是
他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下

来的20年。段传魁凭借
多年业务和管理经验，带
领团队不忘初心，茁壮成
长，2016年成立了河南
安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几年来公司经营范围不
断扩大，涉及房屋建筑工
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
构工程、环保工程、起重
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幕墙
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
程、园林绿化工程等近百
项业务，参与建设了鹤壁
海关大楼、鹤壁市妇幼保
健院等项目工程。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
公司注重人才培养，成立
之初就深知人才是发展
的第一步，公司先后组织
多次专业性、针对性培
训，打造出一批又一批的
工程技术人员、项目经理
和持证人员，吸收了大、
中专毕业生，充实公司的
技术力量和后备力量。

拧成一股绳，才能干
大事。公司现有职工80
余人，各种专业技术人员
60多人，其中注册建造
师7人；公司中高级职称

的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
人员共40多人，中级技
术人员33人。公司依靠
着精湛的技术、拔尖的人
才组建成一个有战斗力
的团队，目前公司拥有房
屋建筑总承包、市政公用
工程总承包、钢结构专业
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资质。公司获得职
业健康ISO安全管理体
系、质量ISO管理体系、
环境ISO管理体系。

河南康迪市政有限公司：把活干好问心无愧 扮靓鹤壁“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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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建筑业的技
术员到一个公司的总经
理，从身无分文到第一桶
金，从一个项目到多个项
目，河南康迪市政有限公
司经历着、成长着，一个

个项目像对孩子般付出，
问心无愧，扮靓鹤壁的

“不夜城”。
河南康迪市政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
司具有市政道路工程、机

电设备安装、城市照明工
程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叁级；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叁级、电力承
装（修、试）肆肆肆等资
质。公司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诚实守信”的经营
宗旨，经过三年有余的努
力与发展，公司现有员工
150人，其中项目负责人
10人，中级职称 24人，
初级职称35人，技术工
人30人。

专业化的队伍建设，
在市政道路、给排水工
程、污水处理、公路工程、
园林绿化、机电设备安
装、城市道路照明、电力
工程等工程施工中游刃
有余，可承接资质范围内
的各类大、中型工程的建
设施工。

公司严格遵循质量
管理体系，实行科学化管
理，确保每项工程的质量
与安全达到国家标准，以
满足顾客要求，保证甲方
满意。公司将在市场竞争

的大环境中抓住机遇，不
断地迎接新的挑战，在竞
争中寻求发展和自我完
善，运用科学的管理体系，
努力打造高山品牌，推动
公司的发展和壮大，力争
把公司建设成为管理科
学，技术先进，质量过硬的
新型市政施工企业。

近年来，公司积极参
与投标，浙商欧式商业步
行街配电工程、兴鹤大街
等路段污水引接工程、鹤
壁市国控公交公司淇滨
区湘江路场站土建工程、

刘庄小区10KV配电安
装工程、春风十里项目临
时基建用电安装工程等
项目，郝总总是亲临现场
严把质量关，他实实在
在，踏踏实实干好每一个
工程，在电力工程上，他
主动作为为扮靓“不夜
城”做出努力。

河南康迪市政有限
公司适时更新发展理念，
着力调整发展方式，全力
抢抓发展机遇，加强战略
人才引进与培养力度，力
争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河南钜鑫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精益求精 做好检测中的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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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一库房的检测仪
器，嗡嗡的检测声音中不
断产生着各种标配的数
据，一组组数据证实着房
屋的质量、检验着道路的

合规，秉着公平、公正的态
度，河南钜鑫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正努力着给社会一
个权威性的满意交代。

河南钜鑫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
一家高素质的专业化检验
检测机构，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独立、公正、专业、诚
信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服
务。公司具有河南省质量
技 术 监 督 局 颁 发 的
（CMA）资质认定证书和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资质证书。各种实验
室共计30多间，配备了
280多台（套）科学先进的
检测仪器设备，充分满足
共计90项520多个检测

参数的要求，在鹤壁市同
行业中是通过河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批准最多的检
测参数检验检测机构。

公司拥有技术力量
雄厚的专业化检测队伍，
现有管理及技术人员共
30 人，其中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8人，无损检
测Ⅱ级证书2人，国家二
级注册结构工程师2名。
主营见证取样检测、市政
道路检测、主体结构检
测、钢结构工程检测、建
筑节能检测、室内环境检

测、施工安全防护设施检
测、涂料产品检测、建筑
电器检测及管道管材检
测、建筑物防雷、工程机
械排烟度等检测项目。

公司始终秉承“求实
创新、真诚为客户服务”
的企业宗旨，形成了敬人
敬业、尊重知识、重视人
才的良好企业风气。承
接了鹤壁市范围内的大
型小区和重要工程检测
项目，水岸花语、万祥紫
薇苑、海棠燕园、欣荣湾、
清水湾、百汇广场、天鹅

堡等工程项目，同时在社
会各界建立了良好和广
泛的合作关系，以一流的
技术、优质的服务做好各
项检验检测工作，为工程
严把质量关，确保检测结
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可
靠性。

公司将继续履行企
业服务能力，彰显企业责
任，让老百姓住上放心的
房子，用上放心的材料，
让鹤壁发展更具有优越
性，用心做好一杆“秤”，
完成一份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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